
版2 编辑：朱乔明 实习编辑：卢瑶

2019年8月23日综合新闻

新
中
国
成
立7

0

年
来
我
国
煤
炭
产
量
净
增1

1
4

倍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小伙伴

们喜欢到沙漠寻求征服自然的刺

激。但从 1959 年开始，就有一群人

已经在沙漠里常驻，探索人与沙漠

的相处之道。这群人就是甘肃省治

沙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60 年时光如梭，这个新中国最

早成立的专业治沙研究机构之一，

从腾格里沙漠到巴丹吉林沙漠再到

毛乌素沙漠，漫漫风沙线上，写满了

他们的治沙故事。

点灯者

新中国成立后，有丝绸之路“黄

金通道”之称的甘肃河西走廊，依旧

半壁黄沙。1959年 4月，民勤治沙综

合试验站在竺可桢先生的宣布下正

式成立，翻开了新中国治沙科技史

上的第一页。

试验站就是几顶简陋的帐篷，

深扎在沙井子上。几支考察队从这

里出发，在腾格里沙漠西部边缘两

条 25 公里长的线路上，187 个定位

点对风沙流的结构、风蚀、积沙进行

着常年观测……

短短四五年时间，科研人员基

本摸清了风沙流运动的基本规律，

梭梭沙丘造林获得成功，初步的研

究成果开始在民勤以及河西走廊沙

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科研人员

在总结当地民间“土埋沙丘”和“泥

漫沙丘”固沙法的基础上，首创了黏

土沙障固沙技术。60年后的今天，黏

土沙障压沙和沙丘梭梭造林，仍是

河西走廊及西北广大沙区最基本的

防沙治沙措施。

1980 年 3 月，民勤治沙综合试

验站升级为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甘

肃防沙治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研

究所先后研发出新型沙障材料 10

多种，集成和研发“黏土沙障+梭梭

固沙造林技术”等流沙治理、植被恢

复和资源保护利用等关键技术 40

多项，在我国北方辐射推广面积530

多万亩，治理沙害320多万亩，保护

农田4620多万亩。

领航者

物竞天择，但从不绝人之路。

你见过沙漠里产的米吗？沙米，

一种比芝麻还小的米，长在类似于

蓬草的植物上，用大火快煮，香味易

发，实属面食极品，但产量极低。每

到沙米收获季节，沙漠边缘的人们

进入沙漠俯身摘米。一日劳作，仅够

给孩子嘴里添点零食。

在甘肃治沙研究所几代人的研

发下，而今，沙米种植成为产业，各

种产品摆上商店柜台，远销全国。

你见过沙漠里长松树吗？在民

勤以及河西走廊沙漠农田边缘、道

路两旁，栽植有一排排、一行行整齐

的松树，这就是樟子松。

每年的三四月是一年当中沙尘

暴的多发季节，也是最需要抗沙植

物发挥作用的时候。但这时候沙漠

植物新的枝叶还没有长出来。为找

到一种既适应干旱风沙环境，又在

冬春季节不落叶的防御风沙植物，

经过筛选，甘肃治沙研究所的科研

人员把目光落到了樟子松上。经过

几代驯化、育苗、呵护，终于使樟子

松在沙漠种植获得成功。

从此，沙漠的冬天有了绿色。

治沙要形成社会合力，人的付

出和沙漠的产出必须相得益彰。到

目前，仅民勤县就有集体、个体沙生

植物苗圃40多家，年产梭梭、毛条、

樟子松等苗木 2000万株，沙生植物

种子 8000 公斤。樟子松育苗成功，

给沙生植物种苗产业注入了新的活

力。目前，沙生植物种苗产业已成为

产业发展中的一支“成长股”。

沙葱、文冠果、黑果枸杞、中麻

黄、中华钙果……一种种沙漠奇珍变

成沙农的致富宝贝，进而变成当地的

致富产业，人沙和谐的治沙理念借着

这些产业的推广化为社会自觉行动。

播火者

“麦草入沙10厘米，草扎直立，露

出20-30厘米，横竖成行，间距1米。”

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纳米比亚学员

埃利娜在研究所科研人员的指导下，

一边复述着技术要领，一边熟练地使

用铁锨在沙地上开槽、覆草，半个小时

后，一片草方格沙障就初具规模。

2018 年 7 月 30 日起，埃利娜与

来自埃及、博茨瓦纳等国家的其他

11名学员一起，参加由甘肃省治沙

研究所承办的 2018 发展中国家荒

漠化防治和生态修复技术培训班，

学习先进的中国治沙经验和技术。

走出去，讲好中国治沙故事，是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一直履行的使

命。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所长徐先英

说，中国的治沙，既有援外，也有外

援，一直都是互有借鉴。

近年来，甘肃省治沙研究所与

76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科技交

流，与 130 多家国内科研院所和大

学开展合作研究；600 多位国外专

家、官员来甘肃考察学习，30位专家

出国交流；执行了 38个国际科技合

作项目，举办 43 期国际培训班，将

中国治沙技术推向了世界。

针对中国干旱区农林业技术需

求，甘肃省治沙研究所与以色列、加

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相关机

构合作举办了 18 期外援技术培训

班，培训了我国的管理和技术人员，

引进和推广了一批农林业先进技术。

20 多年来，甘肃省治沙研究所

为发展中国家举办了 44 期沙漠治

理、防护林建设、生态恢复及产业发

展技术国际培训班，共有 105 个国

家的 1200多名学员参加了培训，与

40多个国家的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

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使中国的治沙

技术成果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新华社 马维坤 姜伟超）

看看这份
用60年写成的治沙简历来

在北京西二环内西四金瀛百姓

服务中心敞亮的大厅里，水果蔬菜、

蛋肉副食一应俱全。夏末初秋的清

晨，这里人头攒动，商户吆喝声、顾

客交谈声相互交织，充满了浓浓的

城市人情味和烟火气。

有些顾客并不知道，金瀛百姓服

务中心由一家电子城转型而成。“几

年前，上下两层的电子城，塞满了上

百家电子设备摊位，过道最小间隔只

有1米多，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中心

负责人丛子斌说，2017年底，经过北

京市有关部门整治，电子城升级转型

为综合型便民服务网点，既是社区的

“菜篮子”，又增加了家电维修、家

纺、日用百货、小物超市等，成为周边

百姓心里的“小当家”。

80岁的北京市民孔秀兰已在西四

住了50多年，家门口综合便民服务点

的建立，解决了她的大难题。“以前买

菜要走很远，菜市场的条件也很差。现

在好多了，这个便民服务点不但品种

多，而且便宜实惠，买完东西还能在休

息区坐下来聊聊天，特舒服。”她说，在

这儿买东西，有家的感觉。

金瀛百姓服务中心不是个例。

随着疏解整治促提升及核心区背街

小巷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的加速推

进，老百姓“菜去哪儿买”“早饭哪儿

吃”的问题成为北京市有关部门的

关切点和发力点，相关部门通过织

密便民服务网点、保障社区便民服

务配套，化解供需矛盾。

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

北京各类蔬菜零售网点已达 9000

余个，其中 2019 年上半年就新增

141个。同时，在一些暂不具备固定

蔬菜网点建设条件且市民需求强烈

的社区，由近 300 辆蔬菜直通车提

供服务，覆盖200余万名市民。

居民得到了方便，菜市场也得

到实惠。距离东二环朝阳门地铁站

不远的朝内南小街菜市场，已开业

近20个年头。作为东城区规模较大

的蔬菜销售点，每天要向周边居民、

企事业单位、学校等供应数十万公

斤蔬菜副食。

“2017年下半年，我们响应北京

市号召，对菜市场进行全面升级，提

升硬件设施，引入理发、花店等便民

商铺，打造便民综合体。”该市场负

责人尤恺说，升级改造以后，附近老

百姓的满意度明显提升，市场销量

也稳步提升。

一刻钟社区服务圈、社区蔬菜

直通车、便民商业网点……近几年，

北京市一个个涉及民生服务的政策

措施正不断推出。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闫立刚说，

要营造便民商业发展良好环境，提

高生活服务业规范化、连锁化、便利

化、品牌化、特色化、智能化水平，健

全服务保障体系，让群众有更多、更

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

2019 年，北京市实施“十百千+

N”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工程，计

划重点打造 10条特色示范街区,培

育 100家连锁品牌企业，新建、提升

1000 个生活性服务业网点,支持创

建一批标准化生活性服务业门店。同

步制定实施《北京市便民店建设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不断完善蔬菜零售、

便利店、早餐、家政等便民服务体系。

闫立刚表示，下一步北京还将

加强南部地区和新城、生态涵养区

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建设，进一步

扩大农村服务网点覆盖面，围绕北

京市民的生活服务需求，进一步提

高商业服务业服务质量。

(新华社 吉宁 鲁畅)

小小“菜篮子”
见证民生“大工程”

北
京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 安娜 叶昊鸣）
8月 21日，国家煤矿安监

局局长黄玉治表示，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煤

炭产量由新中国成立之

初 的 0.32 亿 吨 ，增 至

2018 年的 36.8 亿吨，净

增114倍，煤炭供给由严

重短缺转变为产能总体

富余、供需基本平衡。

8月 21日，黄玉治于

北京举行的 2019 世界机

器人大会煤矿机器人专

题论坛上说，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我国煤炭工

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

变。在煤炭产能大幅增

加的同时，煤炭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通过整顿

秩序、关井压产、关闭破

产、资源整合、兼并重组

和落后产能淘汰退出，

煤 矿 数 量 由 1997 年 的

8.2 万处左右，减少到目

前的不到 5700 处，煤炭

产业集中度大大提高，

实现由多、小、散、乱向

大基地、大集团、大煤矿

的历史性跨越。

与 此 同 时 ，我 国 煤

矿技术装备水平也明显

提升。据黄玉治介绍，目

前 我 国 年 产 1000 万 吨

的综采设备、采煤机、液

压支架和运输机等成套

装 备 达 到 世 界 先 进 水

平，8.8 米超大采高智能

综采工作面成功应用，

全国煤矿采煤、掘进机

械 化 程 度 已 分 别 达 到

78.5% 、60.4% ，已 建 成

183 个智能化采煤工作

面，煤炭生产实现由手工作业向机

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历

史性跨越。全国煤矿实现事故总量、

重特大事故、百万吨死亡率“三个明

显下降”。

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

的工业原料。“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煤炭工业作为重要的基础产业，有力

支撑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平稳较

快发展。”黄玉治说。

年内300家
“上海职工学堂”
向社会免费开放

新华社上海 8 月 22 日 电
（记 者 周蕊）记者从上海市总

工会获悉，上海市年内将推出

300 家“上海职工学堂”，对社

会免费开放，让更多职工就近

就便提升技能素质。

记者了解到，根据计划，上

海市总工会面向全市职工，依托

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职工教育

培训示范点、企事业单位及其培

训点、职业学校、社会培训机构

等资源，在产业工人相对聚集、

条件成熟的产业园区、楼宇商圈

等区域，新创设 300 家“上海职

工学堂”，对社会免费开放，提升

职工队伍整体的技能水平。

根据最新下发的《“上海职

工学堂”创设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上海将要求这

些学堂做到“五有”，即有固定

场所、有培训设施、有精品课

程、有师资队伍、有专人负责，

要求提升课程与产业工人技能

提升匹配度，原则上累计教学面

积不小于 50 平方米，每年培训

职工不少于1000人次。

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周奇

介绍，针对中小企业培训难、职

工需求分散、职工培训时间不

固定等特点，下一步“上海职工

学堂”还将提供一批精品课程

以菜单式的服务满足广大职工

的培训需求。

云南上半年
为实体经济企业
减负750.79亿元

新华社昆明 8 月 21 日电（记者

浦超）降低涉企收费、降低物流成本、

降低用能成本、降低融资成本……今

年以来，云南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

本工作扎实推进，上半年累计为企业

降成本750.79亿元。

8月 20日，记者从云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了解到，近年来，云南大

力发展实体经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聚焦企业成本“痛点”，切

实降低企业负担，着力营造稳定、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企业发展环境。

今年以来，云南省全面落实国家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1月至6月，

全省新增减税 157亿元。通过落实社

保降费率、调基数和发放稳岗补贴等

政策，共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 22.1

亿元。

同时，云南省切实降低涉企收

费。自 7 月 1 日起取消大理古城洱

海资源保护费和抚仙湖资源保护

费，提前完成省级涉企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清零”目标；将国家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航空公司应缴

纳民航发展基金的征收标准降低

50%；归属中央的文化事业建设费

按缴纳义务人应缴纳费额的 50%

减征。

为进一步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

用地成本，云南省实现了除公益性用

电外的全部用电均可参与电力市场

化交易。1月至7月，省内电力市场化

交易电量累计达 600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27.2%；分两批降低了一般工商

业电价，分类下调了天然气价格；将

免征坝区耕地质量补偿费的范围从

工业用地扩大到全用地；推进批而未

供和闲置土地整改，盘活闲置存量土

地 2102 公顷，化解新增用地指标和

成本压力。

云南省还着力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此外，云南省出台了深化收费公

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实施方案，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

“绿色通道”、跨境物流运输车辆优惠

等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继续实

施铁路运价下浮政策，为企业降低物

流成本24.96亿元。

本报讯（顾海燕 记者 胡桂芳）
自今年 6 月以来，四川省德阳市以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缤纷暑期展风

采”为主题，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为主要内容，

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小扣子缤

纷假期”未成年人社会教育活动，形

成“文明委统筹干、市级部门带头

干、乡镇社区具体干”的工作格局。

该市文明委统筹力量，印发《加

强未成年人假期社会教育的通知》，

明确各级各部门在未成年人假期社

会教育中的职责，并纳入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考核。要求各文明委

成员单位结合职能围绕主题至少有

一项未成年人品牌活动。据统计，市

文旅局先后举办“国学六艺、文化传

承”研学活动、“我是小小图书管理

员”培训体验活动、暑期公益文艺拓

展训练营活动 86 期次；市民政局

“亲青家园”未成年人周末兴趣班、

市人社局“爱心相伴，团聚圆梦”夏

令营、团市委“童伴计划”“代理家

长”活动让 6000 多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乐享假期精彩；乡镇社区依托

乡村学校少年宫、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综合文化中心等未成年人活动

场地，以学校教师、志愿者、“五老”

为骨干，开展“德阳榜样”新时代好

少年学习宣传活动、“小扣子心理直

通车”进社区等6类重点活动，全市

乡镇社区开展未成年人活动覆盖率

达100%，引导未成年人度过“安全、

健康、快乐、有益”的假期。图为中江

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缤纷暑期展

风采”未成年人暑期活动现场。

德阳“小扣子缤纷假期”活动让未成年人乐享精彩

江西三年
筹资102.2亿元
建设高标准农田

新华社南昌8月22日电（记

者 范帆）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实施

“藏粮于地”战略的重要内容。记

者从江西省财政厅了解到，江西

省财政近3年来统筹整合中央和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102.2 亿元用

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其中今年统

筹整合 38 亿元，比 2017 年增加

6.18亿元。

江西要求，各地要严格落实

预算绩效管理，采取“县级自验

自评、市级全面验收、省级绩效

考评”三级考核办法，加大绩效

考核及结果应用，建立“奖优罚

劣”机制，对考评不合格或在资

金审计、检查中发现重大问题的

县，视情况扣减投资。

同时，针对高标准农田建

设中的“重建轻管”现象，江西

出台建后管护指导意见，明确

县级政府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

排建后管护经费，通过高标准

农田项目结余资金、新增耕地

指标交易收益、村组集体经济

收益等，多渠道筹措建后管护

资金，将建后管护列为农田建

设考核重要内容，确保工程长

久发挥效益。


